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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週年校慶賀文 校友總會理事長 賴正義 (第 23屆校友 )

校長 羅聰欽

時光如炬，歲月如梭，悄悄然，我們斗
六高中迎來 75 華誕，我僅代表校友會滿懷
心喜，致上熱烈的祝賀，祝福母校斗中更美
好，創佳績，再接再厲，攀高峰，成為全國
高中的楷模，一級棒的學府。

國立斗六高中創校以來，在歷任校長精

心擘劃，卓越的領導治理下，老師辛勤用心
的教學，莘莘學子勤奮專注的學習，致孕育
培養無數的優秀學子，人才輩出，遍佈各行
各業展露頭角，為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經
濟繁榮發展，貢獻頗巨，更匯聚一股洪荒之
力協助母校推展校務，致使母校辦學更臻優
質，令校友、家長、教職員工、學生引以自
豪的優良傳統校風。

校友會在熱心校友籌劃成立，一路走
來，用心至極，其目的只求凝聚校友的情感
交流及資源整合，積極連結與母校的互動，
為母校盡一己之力，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奠定更紮實的基礎。在歷屆理事長、理監事
及每一屆用心校友們，長期地無私奉獻和關
懷，余深表感佩與敬意。在 75 週年躬逢其
盛，本人膺任總會理事長深深期望校友們，
不斷給予母校支持、鼓勵與後援，讓母校持
續成長進步，再創更輝煌燦爛的斗中。

校友有情相繫　母校有你真好

第 二 十 一 期

第 14 屆校友總會理事長 賴正義 ( 副總幹事 張起凰 攝 )

110 年 3 月 9 日母校羅聰欽校長、雲林縣政府曾元煌秘書長與校
友會總幹事鐘源旺至中國醫藥大學拜會洪明奇校長 ( 中央研究院
院士 )、第 34 屆校友陳悅生主秘、黃恆立教務長談策略聯盟事宜

敬愛的校友您們好：

母校謹訂於 110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50 分假中正堂建校 75 週年校慶慶祝大

會，10 時 30 分召開 110 年度校友代表大會，

11 時 30 分～ 13 時 30 分自助式餐敘。敬請

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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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

還在省立學校的年代，全臺灣沒有幾所學校成立校友會，然而本校已然於民國 72
年成立。據校內資深校友老師陳述校友會的開創史，70 年代已有旅居台北的前淡江大
學蔡信夫院長 ( 第 11 屆校友 ) 用心經營旅北地區，照顧當時在北部奮鬥事業或就讀大專
院校的斗中校友，在那時學校服務的黃富男 ( 第 12 屆校友 ) 等校友老師聯合發起成立校
友會，推舉時任台灣省議會省議員的黃鎮岳 ( 第 2 屆校友 ) 擔任首屆理事長，至今已有
38 年。校友會獎助過的學弟妹，支持過的校務協助，實在不能盡數。在 75 週年校慶將
至，僅代表全校教職員工生感謝曾為斗中無私付出的畢業校友，更緬懷感恩已仙逝的蔡
信夫院長、張淑容董事長 ( 第 22 屆 )、鄭梨華副理事長 (26 屆 ) 等校友。

民國 96 年陳調鋌接任校友會理事長，適逢教育環境走向更開放多元，高中職學校
受到這股潮流的影響，學校的管理與內涵，更開放活潑，更多元創意。他對於學校的所
有活動，只要是對學弟妹有幫助的，只要是對母校有助益的，不但慷慨解囊，甚至在公
務繁忙下仍遠從新竹南下給學弟妹們加油鼓勵，為學校的提升戮力相助，實在厥功甚
高，但總是謙恭厚道，祥以待人，此風範聰欽印象深刻。

聰欽接篆斗中校長，時任校友會理事長陳美琪與初創的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林素
芬，她們都是 22 屆畢業校友，分別是科技業與傢俱業成功的企業家，在忙碌的事業之
餘，仍然活躍於各種公益活動，熱心於扶困濟弱，對自己母校的關心更是不落人後，帶
領校友會成為母校更親密，更驕傲的情感維繫與邁步前進的支持力量。

現任校友總會賴正義理事長 (23 屆 )、莊勝通常務監事 (15 屆 )，文教基金會黃聰敏
董事長 (24 屆 )，以及台北市校友會葉美麗理事長 (23 屆 )、劉文正常務監事 (16 屆 )，
承襲歷屆校友為學校犧牲奉獻精神，與家長會委員們戮力襄助校務發展，獎勵學校師長
與學生，使我更感受到「斗中三寶 - 校友會、文教基金會、家長會」的堅若磐石，聰欽
的最佳後盾。

我兢兢業業，莫敢自遑，幸得校友會、文教基金會和家長會等全力襄贊與支持，而
師長們諄諄不倦的關愛與教導，讓斗中學子展現了多元的發展與成就，不管是學業或者
是藝能，都讓大家感動與驕傲，彷彿多年來的教育之愛風華再現。文中難以道盡一切感
謝。期許全校師生以「斗六高中」之名為榮，更努力奮發，在全體一心一意的努力深耕
「斗六高中」，讓未來的「金字斗高」使校友會更加感到驕傲與榮耀。

鐘源旺 學 長

│現任職務│國立斗六高中教師秘書

國立斗六高中校友總會總幹事

國立斗六高中家長會總幹事

│學　　歷│碩士：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學士：東海大學法律系畢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訓系教育學分
班結業

│經　　歷│

1、國立斗六高中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試務組長、
導師。

2、國立斗六中學文化教育基金會 102 年 -103 年執
行長。

3、國立水里商工訓育組長。

4、崇先高中教學組長、設備組長、導師。

5、民國 79 年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員甄選特考及格。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自民國 93 年迄今擔任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校友會
總幹事 17 年，輔佐歷任理事長林永茂，陳調鋌、
陳美琪、賴正義 4 位理事長，任勞任怨，熱心服
務校友，貢獻良多。

2、國立斗六高級中學教師兼校長秘書、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組長襄助歷任校長林明和、李世峰、
劉永堂、羅聰欽 4 位校長，與校友會保持聯繫，
發展校務。

3、民國 102 年 -103 年兼任財團法人國立斗六中學
文化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積極募款，促成校友莊勝
通分年度各捐 50 張豐泰企業股票至基金會，使
基金會運作更加順利，協助校務發展。

4、民國 102 年 -103 年參與教育部推動 12 年國教，
獲教育部長蔣偉寧頒發種子教師證書，推動雲林
區宣導講座及辦理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率教育
部一級主管蒞臨斗六高中與雲林區 20 鄉鎮國中
端學校校長、教師、家長代表說明會，使他們了
解教育政策之落實。

5、民國 89 年榮獲台灣省教育廳辦理交通安全教育
小論文高中職組教師佳作。

民國 71 年 6月畢業　高中部第 31 屆

李海碩 學 長

│現任職務│葳格國際學校總管理處國際語言處處長

葳格國際學校執行董事特別助理

│學　　歷│博士：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數位學習組

碩士：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數位學習組

學士：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經　　歷│

1、北屯國小外語部主任、葳格國際學校執行董事特
別助理。

2、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實驗研究組組長、數位學
習組長、課外活動組長、第二外語行政協助教師、
英文科專任教師。

3、銳綸數位執行長特別助理。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擅長的領域共有語言、演講、與數位學習。於語
言領域上，其擁有全民英檢所有證照與 TOEIC 聽說
讀寫全數滿分，並為臺灣僅有五位的多益官方講師
(ETS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認證講師 )，並於商業週刊
與 LineToday 上有相關學習專欄，三民書局所出版之
多益選修課程書籍即為其共同著作。於演講上，在
研究所時期即加入國際演講會，並擁有九個臺灣全
國冠軍、與一個亞洲區即席演講冠軍的榮銜，為目
前臺灣冠軍紀錄保持人，並曾任講師團總主席。除
演講競賽外，並擔任 TEDTranslator 多年，並於 2020
年成為 TEDxSpeaker。於數位學習上，開放教育聯盟
(TOCWC,TaiwanOpenCourseWareConsortium) 擔任首任
執行秘書，並曾為開放教育聯盟亞洲區聯絡人。

民國 89 年 6月畢業　高中部第 49 屆

張孟權 學 長

│現任職務│睿豐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張孟權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學　　歷│碩士 :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 

學士 :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經　　歷│睿豐會計師、張孟權律師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睿豐會計師事務所是由張孟權會計師所成立，
取其意涵，期許自己能在會計、稅務與法律領域為
客戶提供最明智、圓滿之解決方法。畢業於政大會
計，如同多數會計系畢業之學生，以四大會計師事
務所審計工作為人生第一份工作，透過為不同產業
之公司執行財務報表、稅務報表審計，可以了解不
同產業之實務操作，藉以增進厚實會計、稅務知識。
因嚮往法律工作而在會計圈打滾近十年後，選擇投
入律師考試，很幸運能在佛菩薩保祐下順利於一年
半內通過律師考試，並專注於勞動、公寓大廈、不
動產、遺產等與一般人民日常生活有關之法律事件。

民國 89 年 6月畢業　高中部第 49 屆

呂政達 學 長

│現任職務│富善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台北市國立斗六高中校友會理事

│學　　歷│碩士：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

學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養殖學系

│經　　歷│東南亞多國水產養殖業之經營管理

阿布達比總理事務部執行養殖漁業關鍵操作

國立斗六高中校友總會第 13 屆監事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東南亞多國水產養殖業之經營管理。

2、天下雜誌換日線專訪。

3、公視台灣人沒在怕專訪。

民國 92 年 6月畢業　高中部第 52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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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70 屆 ) 高三大學繁星、特殊選才申請上榜名單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郭聿駪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系 (通過 ) 林冠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輪機工程學系動力工程組 黃豈娣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林沅誠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醫學系 (通過 ) 呂祐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劉燕蓁 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蘇庭萱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系 (通過 ) 劉奕欣 國立臺北大學 法律學系財經法組 林青洋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承祐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通過 ) 李雯諭 國立臺北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 陳育萱 東海大學 會計學系

吳珮暄 長庚大學 醫學系 (通過 ) 林宜萱 國立臺北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余珮彤 逢甲大學 應用數學系

林鈺翔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張菁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吳佳家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系

李玫蓁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林聰印 臺北市立大學 數學系 廖婕芸 世新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

姚羿安 國立清華大學 數學系乙組 (應用數學組 ) 陳奕安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周怡婷 實踐大學 會計暨稅務學系企業治理組

賴亭佑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李郡益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蔡品熙 銘傳大學 財金法律學系

詹登凱 國立清華大學 藝術學院學士班 白鑫濤 國立嘉義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陳宇貞 亞洲大學 聽力暨語言治療學系

孫書恆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乙組 ) 游如茜 國立嘉義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應用外語組 關如玲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張宗瑋 國立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張棕焜 國立嘉義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共計 65 人林芷稜 國立成功大學 法律學系 陳柏佑 國立臺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

洪　靜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土地資源規劃組 陳榆蓁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學系

110 年高三大學繁星推薦錄取同學合影　總幹事 鐘源旺 攝

陳政傑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特殊選才 ) 林秉儒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廖柏森 國立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林柏榕 國立宜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蔡宜蓁 國立中興大學 化學系 李秉晟 國立東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羅芯淳 國立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鄭善云 國立臺東大學 應用數學系錄

陳芷葳 國立中正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系 梁詠心 高雄醫學大學 職能治療學系

沈士勝 國立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陳逸甄 中山醫學大學 物理治療學系

黃子容 國立中正大學 勞工關係學系 高郢䭲 中信金融管理學院 金融管理學院學士班

沈珊羽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 黃家芳 輔仁大學 金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賴筱文 國立中山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盧佩筠 東吳大學 經濟學系

周大欣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謝秉宥 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

賴良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系 施仁傑 淡江大學 會計學系

邱珮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劉芳薰 長庚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

林宜儒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 陳芊如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110 年高三大學繁星推薦總計錄取 64 人，其中通過第八類醫學系 5 人，
總計國立大學 39 人，私立大學計 20 人；另外「特殊選才」方式錄取 1 人。

總幹事  鐘源旺  整理

從運動場跑道說起

斗六高中運動場跑道自創校以來便設
置紅磚土跑道，一直到民國 109 年沒有改
變過，在前任劉永堂校長時代校友會多位
校友積極建議改建為人工跑道，但學校校

務會議表決卻無法通過，此一有形建設與
其他學校的人工操場跑道相較，反應出斗
高人固執的傳統保守文化，也許身為斗高
人的你有人不同意此一論斷，這是我不斷
建議改建人工跑道的過程所得到的領悟。

本人係母校初中部第 14 屆高中部第
15 屆畢業生，有天下午到學校看到一班
學生一起在操場跑道跑步，我很好奇學生
跑到那裡灰塵便跟到那哩，仔細一看原來
是腳下的塵土揚起造成，跑步的目的係為
了健康，身邊有塵土揚起讓人吸入灰塵有
害健康，我是一個長跑上癮的人，自看到
那一幕起我便決定推動操場跑道改建為人
工跑道，當得知校務會議第一次操場跑道
改建案未獲通過後，我更暗下決心只要有

機會便鼓吹改建跑道及讓師生看到我在操
場跑步，每次跑一萬公尺，尤其利用冬天
最寒冷的早上師生上班上學的時段身穿背
心及短褲到操場跑步，並請總務處潘主任
幫我拍照存證，這大概就是〔阿甘跑步
法〕，羅校長到任後終於決定改建跑道並
已於 109 年下半年動工，110 年初可順利
改建完成，但這與我的努力是否有幫助就
不知道了。

運動場跑道改建為人工跑道，必定是
斗六高中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一有形的
改變，衝擊到斗高人的傳統保守文化，必
將帶來無形的影響力，激勵斗高加緊現代
化與提高競爭力，在此要特別感謝羅校長
的偉大貢獻。

 第 14 屆校友總會常務監事莊勝通 (第 15 屆校友 )

合成橡膠跑道施工前的紅磚土跑道操場　( 總幹事 鐘源旺 攝影 ) 110 年 1 月 7 日合成橡膠跑道施工情形　( 總幹事 鐘源旺 攝影 )

110 年 2 月 1 日合成橡膠跑道施工鋪柏油情形　( 總幹事 鐘源旺 攝影 ) 110 年 2 月 16 日合成橡膠跑道施工鋪柏油情形　( 總幹事 鐘源旺 攝影 )

張宏州 學 長

│現任職務│宜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　　歷│學士：逢甲大學

│經　　歷│法鼓山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榮譽董事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成立中國廣西阿法卡多農業公司，協助農民柑橘
轉作並提供酪梨種植技術以提升收益。

2、成立緬甸酪梨事業處，大量栽植與契作以協助當
地農民脫貧，並積極推展公益工作。

3、捐款 20 萬元至校友總會協助學校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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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榮聰 學 長

│現任職務│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授

│學　　歷│碩士：台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研究所

學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經　　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 室 ) 主任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兼代教務長

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常務理事

臺灣運動教育學學會理事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2011、2013、2015 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大專體育總
會派任前往中國深圳、俄羅斯喀山、韓國光州考察
賽務，蒐集資訊，提供 2017 臺北世大運作為完善
賽務規劃的資料。

2、帶領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男子籃球隊榮獲 102、
104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聯賽甲一級冠軍。

3、規劃、爭取興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功能活動中
心經費四億三千萬元，獲教育部補助三億五千萬
元 (80%)，已於 109 年 12 月 9 日落成啟用。

4、撰寫國立臺灣藝術大強化運動器材、設備申請計
畫書，獲教育部補助一仟四佰萬元。

5、通過中華民國國家 A 級排球教練及國家 A 及排球
裁判。

6、獲聘大專校院教師升等審查委員。

7、協助中華民國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訓
練及返國後座談會之相關事務。

民國 65 年 6月畢業　高中部第 25 屆

劉晉立 學 長

│現任職務│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長

│學　　歷│博士：明尼蘇達州聖瑪麗大學教育系博士

　　　　　　碩士：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

│經　　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表演教授、表演藝術學
院長、戲劇系主任、藝文中心主任。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擔任 109 年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評審。

2、擔任 109 年「公費留學考試人文類藝術群」面試
委員。

3、擔任 109 年教育部「反毒樂舞劇《光》」計畫主
持人。

4、擔任 109 年教育部「反毒行動舞台車偏鄉校園巡
迴展演計畫」主持人。

5、擔任109年教育部「新住民揚才計畫－舞蹈比賽」
主持人。

6、擔任 109 年教育部「反霸凌樂舞劇 < 朋友、咱鬥
陣 > 校園巡迴展演計畫」主持人。

7、擔任 108 年文化部「國家兩廳院、兩廳院、臺中
國家歌劇院、衛武營藝術文化心績效評鑑」委員。

8、103 學年度、105 學年度、106 學年度、108 學
年度獲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產學合作績優教師。

9、獲《老師，謝您》電子書獲 2016 年第二屆兩岸
電子書創作大賽優秀獎。

10、擔任 2015 年教育部委辦「歐洲藝術文憑名冊修
正計畫」主持人。

11、103 學年度獲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卓越綪優師。

12、擔任 103 年教育部「音樂舞台劇《老師，謝您》」
藝術總監。

13、獲 103 年戲劇理論類中國文藝獎章。

14、擔任 2011 教育部主辦建國百年旗艦計畫「音樂
舞台劇《老師，您好 !》」統籌。

15、獲 2011 南京大學第二屆國際生易卜戲劇節一等
獎。

16、獲 2011 第四屆山東國際小劇場話節優秀演出獎。

17、獲 2010 上海第二屆中國校園戲劇節組織獎。

18、94 學年度獲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優良導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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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信志 學 長

│現任職務│大原紙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代表

斗六高中校友總會現任理事

│學　　歷│大學：中央警察大學 45 期畢業

│經　　歷│彰化縣工業會理監事

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公會理監事

彰化縣紙器商業公會常務理事

彰化縣家具商業公會常務監事

彰化縣工業雜誌編輯召集人

│特殊成就及優良事蹟│

1、1993 年度創新研發 G-Board 紙合板，使其具有塑
合木屑板約 80% 強度的板材，即可替代部份木材
及塑合板的製品。但其無毒、環保、100%可回收、
輕量化等特性使其更優於木製產品，原料亦是來
自回收廢紙系統可大量減少砍伐樹林，預估發展
迄今已經少砍數百萬顆樹林、減碳護地球。

2、1995 年開發成功「貝力紙棧板」可荷重最高 1
噸，專供國內大型電腦電子通訊出口、知名日系
和 IKEA 家具等廠商使用。

3、2005 年再開發「G-Board 紙家具」，產製收納
櫃、書櫃、衣櫃、鞋櫃、兒童桌椅、床和大賣
場重型展示架等等供貨美國 Amazon、Walmart、
Sam`sClub、Target 等等電商、大賣場和歐洲、日
本較重視環保先進國家。

4、2015 年開發「Anikitty 寵物用紙家具」，產製紙
質貓屋、貓抓板、貓廁所、貓跳台等貓家具，適
逢 90 世代對寵物的喜愛，業績發展迅速。

5、1993~2015 年分獲得美國、中國大陸、日本、臺
灣等新型專利 20 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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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屆校友總會常務監事莊勝通
( 副總幹事張起凰攝影 )


